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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挪威人 9 月 1 日来到荷兰乡村。
不过，他们不是游客，而是专程来坐牢的。

【“慕名”而来】
由于挪威监狱牢房“供不应求”，而荷

兰监狱“吃不饱”，因而双方各取所需，去
年签订一份协议，后者向前者出租位于阿
森市附近的诺尔热黑文监狱，年租金 2500
万欧元。 挪威方面打算转移共计 242 名犯
人，其中 20 多人 1 日抵达。

诺尔热黑文监狱历史悠久，始建于 19
世纪，在荷兰以“豪华”监狱知名。 在这
里，犯人们可以在院子里种菜、养鸡，自己
做饭，欣赏美丽的乡村风光；牢房的电视
有 55 个频道； 监狱还有 “兴趣空间”，供
犯人在一堵墙上随性作画。

挪威籍犯人肯尼思·维米因谋杀罪要
坐 17 年牢，自愿来诺尔热黑文监狱。 首批
112名犯人中，79 人自愿来此。 “这是非常
舒适、令人愉悦的监狱。 ”维米接受挪威国
家广播电台采访时称赞。

【互惠互利】
由于维护整修， 挪威面临短期牢房短

缺，超过 1000 名犯人“排队”等候坐牢。另
一方面，荷兰监狱却有富余。 英国《独立
报》 报道， 荷兰囚犯人数去年降至 9710
人， 首次少于监狱看守人员。 预计今后 5
年，荷兰大约 700 间牢房将空置，从而急寻
“房客”，以免监狱看守下岗。

挪威不是第一家“租户”，荷兰先前与
比利时也签订过出租监狱协定。 2010 年初

以来，超过 500 名比利时犯人在荷兰服刑。
按照挪威与荷兰的协议， 诺尔热黑文

监狱按照挪威法律制度管理，典狱长由挪
威人出任，看守则是荷兰人，工资由挪威
方面的租金支付。 荷兰媒体报道，得益于
这项出租协议，监狱所在地芬赫伊曾村保
住了 239 个全职工作岗位。

【不满之声】
不过， 并不是所有人对这项协议感到

高兴，包括诺尔热黑文监狱的荷兰籍犯人，
因为他们不得不搬离这座“豪华”监狱。

今年 3 月， 十多名荷兰犯人把荷兰司
法部告上法庭，拒绝搬迁。 这些犯人的律
师告诉法新社记者，搬迁后，他们将无法
享受这座监狱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不能

继续欣赏乡村风光。 “这事关继续与外部
世界保持些许联系还是与世隔绝，特别是
对终身监禁的犯人而言。”这名律师说。不
过，法院判决，原告犯人必须搬迁。

一些挪威犯人及其亲属也不愿出国坐
牢，因为这样他们将远离亲人朋友，而且
增加探监成本。 一个服刑人员家属团体的
负责人抱怨道，去荷兰探监和在当地酒店
住一晚的费用共计大约 530 欧元。而且，挪
威政府还不给补助。

挪威司法部发言人则说：“挪威是狭
长的国家。 有时，在挪威南部被定罪的犯
人需要去北部服刑，而从（位于南部的首
都）奥斯陆去荷兰（比去北部）的距离更
短。 ” 据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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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湟中广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630122595039122
税务登记证（正、副）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东区北小街金牛小区 5号楼 154
室马秀兰的 3人户口本丢失，特此声明。

声 明
青 B72231（发动机号：85BN029436，
车架号：LS4BBB3D38G087295）现
车主由于你购买该车辆后未与原车
主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限你自登报 7
日内与原车主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18095724646

城中区融城·假日阳光 ，50/87/144m2, 多层
/92/124m2,高层，南北通透，得房率高。 8218190

买房 3898元/m2 起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安家住房 首选宏达
城南宏达花苑 4 期纯多
层 89-114m2 小户型热销
中，大间距、高绿化、南北
通透，所剩不多，欲购从
速！电话：0971-6511388

大通铂金现铺销售
大通中心市场商铺火爆认
筹 首付 5万起，轻松做房
东 买铺即得两年租金。
2856999���2786999

房屋出售
国企实力、品质保证，板式结构、两梯三户，
团购房低价出售，房源有限，欲购从速。
咨询电话：18697115919、13519700916

隆豪万利园现房热销
城东经济开发区民和南路 59 号“隆豪万利园”九月
活动期间推出特价房 20 套，起价 3538 元 /m2（仅限
D 户型），其他房源 9.3 折优惠，各种经典户型，采光
永无遮挡， 活动期间买房即免一年物业费。 销售热
线：15109712807、13897285167、0971-4388562
宾馆转让
大十字黄金地段，旺营中宾馆转让（61间房），手
续齐全，接手可营业，非诚勿扰。 15202510661���

转 让学区房出售
出售十一中学区房 1套，1楼，118m2，现
房可贷款，中介勿扰。 13086265725

培训学校转让
城东区大众街现有一所培训学校转让，交通便利，装修
好，有证照，设施齐全，接手可营业。电话：15500550603

转
让

因老板移居外地，现将夏都大道
商铺（290m2）豪华装修，低价转
让价面议。 18697183700

旺铺出租
胜利路 1000m2 精装修一楼旺铺出租
（餐饮优先）。 联系电话：15111781404

商铺 10万起
15-150m2精装旺铺带租出售，两
证齐全，可按揭。 15597173121

商铺投资
北区中心， 绝版地段， 产权旺铺 20-100m2

专业运营，统一招商。 18997033363

转让
现有使用不满一年的厨房设备， 包括
冷库（150立方）、分割轨道、防护栏、油
烟机、滚揉机、彩钢封闭、浸泡池和打荷
台等。另有 2014年 11月屠宰的精品祁
连县牛羊肉一批，有意转让，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幸先生 13099756767

特价房热销中
和美家苑，祁连路小学名
校学区房， 小桥医院东
侧，交 2千抵 5万 5，每周
2套，限时抢。 5361822

出售
小桥健康二号房子一套，2009年的房子，124m2

光线充足。 电话：18697165458司先生

商铺出售
海晏路文化公园对面临街一层 170m2（可出租或出
售），100m2（已出租），商铺出售。 13997175569

多层住宅出售
南川东路南川商场多层跃层住宅 163m2 现房
出售，可贷款，即买即住。 13897180076

商铺出售
柴达木路金座雅苑对面 167m2 上下两
层临街，可出租、出售。 13897180076

火锅店转让
城北区 290m2火锅店低转，精装修，设备齐，客
源稳，低房租。 13299811199、13099766699

清真茶餐厅转让
城西繁华地段 700m2 清真茶餐厅整体低价急转，精
装修，地段佳，客源稳，接手即可营业。 13997251946

旺铺转让
海湖路 8 号旺铺和二楼出租， 适用餐饮、
娱乐、办公、水会。 联系人：18997121666

旺铺出租
五四西路 270m2 精装铺面（一楼）出租，也
可分割为 120m2，停车方便。15500593569

招
租

贵德县南大街天桥商
厦整体出租， 单层面
积 1500平米，其中负
一层至三层为商场，
四， 五层可经营宾馆
餐饮等， 有电梯 。
13519788090

旺铺出租
湟光 1100m2 负一层商铺
出租。 13519788090

茶餐厅低转
海湖新区 800m2 茶餐厅低价对外转让， 中式精
装修，客源稳定，非诚勿扰。 电话：13997183799

转让
西宁宾馆门口 580m2品牌火锅店转让， 手续
齐全，可停车，接手可营业。 18997066789李

自转火锅店转让
城中区 150m2自转火锅店转让， 客源
稳，接手可营业。 13897252347

清真火锅店急转
夏都大街古城老店 500m2上下两层精装修， 设备齐全，门
前停车方便，无人经营，可带技术低转让。 13997222725

旺铺转让
五四西路火锅店转让， 二楼一层
1320m2，精装修，手续齐全，并有停
车厂。 联系电话：13299806099

川菜馆转让
因本人另有发展，城西区旺中川菜馆，手续齐全，
接手可营业。 电话：13897637212、13997412290

转让
北山五期旺营家具店整
体转让。 18797146190

急 转
因家中有事急用钱， 红房巷 450m2听雨阁茶艺整体转让
（带酒吧、无房租费）客源稳，接手即可营业。18709780649

50m2 住房出售
南川东路电动工具厂小区， 分户采
暖，五楼，带煤房。 13897182497

旺铺招租
中泰百货现有少量精品旺铺出
租，经营品项为化妆品、男装、裤
区、小家电、日用百货、家居饰品
及美甲区。 联系人：曹经理 电
话：6107777、18909719668

房屋出售
南川东路融城假日小区 94m2 房
屋，4楼，价格面议。 18297108786

铺面转让
海湖新区电力小区文景街中 45m2

铺面急转。 电话：18309780316

旺铺转让
城西区学院巷 650m2旺铺转让，可经营印刷、
台球室、舞蹈班等，价格面议。 13389752228

出售
五四西路 98m2，80m2 两间商铺、 夏都大街 127m2 住
房出售，价格面议。 13997051321、 13997219715

超市转让
海湖新区电力小区 130m2 超
市转让。 电话：13897265466

转让
城东区果洛路先进小区旁木桥牛肉面转让， 含半
年房租，非诚勿扰。 13897477511、13997166887

商铺出售
互助路团结桥十字路口 105m2 铺
面出售，价格面议。15597392323

出租
海湖新区电力小区， 精装修铺面 135m2出租，
适合各种行业。 13897206322、13139051509

房屋出售
七一路省委家属院 12/16F，170.3m2

南北向，学区房。 13619716758

小炒店转让
城北精装修 220m2饭馆转让，设备齐，客源稳，房租
低，接手可营业，有免费停车位。 18697233293

现有经营中网吧转让
市区中心位置，新装修，全新设备，证照齐全，
接手即可经营。 魏先生 13997387742

洗车美容店急转
城西正在营业中汽车美容店急转， 手续齐全，3个车
位，可洗车修车，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8709719706

旺铺转让、出租
七一路卫校对面 170m2（上下两层）临街铺面对外转
让出租，价格面议。 13997210336、13519707281

库房出租、另聘
城南逯家寨，可进半挂，水电齐全；另聘男性库房管理员
1名，家住城南，可兼职。 13997178398、13519756577

厂房库房场地出租
南川东路元堡子村原砖厂 100m2 -
2000m2。 13119710008��13997247409

库房出租
本公司在南山路中惠机电城后有
300m2-400m2，库房数间出租，室外
场地大，适合做物流。 13309711866

转让
因家中有事，藏医院附近营业中旺铺（牛肉
面馆）转让，价格面议。 电话：18997228695

遗失声明
青海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黄生蓉
开具房款收据，票号：004237#，金额：1 万
元；票号：0001851#，金额：167000 元；票
号：0001607#，金额：35万；票号：011123#，
金额：63000元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黄生蓉
开具入住收据，票号：0235832#，金额：243
元；票号：0235680#，金额：8965 元；票号：
0174091#，金额：1595元；票号：0235655#，
金额：9218元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鑫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保管不
慎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630100100103429（1-1），发照日期：
2013年 7月 1日，声明作废。

西宁鑫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3日

遗失声明
青海东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财务
章：6301020047262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大通众益职业介绍所因保管不慎遗
失《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630121200003466，发照日
期：2010年 6月 10日，声明作废。

大通众益职业介绍所
2015年 9月 3日

遗失声明
大通众益职业介绍所的税务登记证：63012166190368
（630121001100002621）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对
公业务部的公章：6301010151943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富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益
康大药房的开户许可证（开户银
行：青海省西宁市商业银行北大
街支行，账号：400064277408019，
核准号：J8510001571801，编号：
8510-00017739）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福通装饰装潢有限公司张
军的法人章遗失，特此声明。

餐厅低价转让
乐都西门桥头 600m2餐厅，精装修，整体转
让。 电话：15897211888、13897732828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中区给力汽车救援服务中心
6301010194099公章丢失，特此声明。

金都大厦现房销售
城中央， 学区房， 即买即住，
110m2，2 房 2 厅极品文化人
居 ， 临街现铺共一至三层
1680m2，可分割，最小单层面积
约 390m2。 电话：8221366

遗失声明
蒋 忆 宁 的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630102005084（正本）货运丢失，特此声明。

出售
抵账房屋一套，毛坯房，150.3m2，50万现金低价出售，
地址：民和南路隆豪万利园小区。 张 13997359588

旺铺转让
五四大街新华百货负一层美食街现有一空置店铺转让，面积 150m2，
设备齐全，接手即可营业。 抢铺热线：13709712111（马女士）

遗失声明
鸿湖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刚察县东大街 8号的
土地使用证：刚国用（93）第 1-5号遗失，特此声明。

好房出售
南山路花好月圆小区住房一套，面积 126.42m2，三
室两厅，两卫一厨，精装修。 电话：13309700805

遗失声明
西宁大山家政服务部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630103710590420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天城汽配经营部的青海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
发票（千元版）01070651-01070675丢失，特此声明。

铺面出售
祁连路 70m2，水、电、暖齐全，
价格面议。 15897176688

办公楼出租
海湖新区万佳家居对面小区内 450m2 精
装修，2/4F，办公室出租。 15897168222

洗浴低转
城北某洗浴低价转让或对外承包经
营，另聘特技师，公司管理，五五分
成。收银、接待，工资保底 3000元+绩
效。 13997288891、18997170999

旺铺转让
同仁路附近电信局斜对面 150m2

旺铺转让。 13709719196

旺铺急转
营业中的咖啡馆对外转让，可
空转。 电话：13709752932

遗失声明
周宇冬位于城东区德令哈路 165
号 1-11002 号楼房号 112 的房
屋 所 有 权 证 ： 宁 房 私 字 第
1-11002号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出 售
原生态藏獒出售
本公司现有一批优质藏獒出售，价
格 500-5000 元， 有意者请致电：
13897462333、0971-5310907�地
址：大通县长宁镇殷家山村（宁大
路瑞景河畔家园向北 200米）

营业中火锅城转让
城中区 550m2 火锅城转让，地
段好，客源稳。 18997282518

朝阳东路天峻桥附近大型库房出租。
13997038787、18909714777
好房出售
南山路藏医院旁 110m2 两室、134m2 三室
3920元起，首付 30%，天然气。 15500500815

转让
城东区 1800m2营业中饭店低价转让。繁华地段，精装
修，设施齐全，有停车场，非诚勿扰。 18997230139�

某单位聘
办公室人员一名，本科以上学历，熟
悉办公软件，2 年以上工作经验，工
资面议。 联系电话：6132415


